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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当天，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冬奥村里张灯结彩，志愿者
和各代表团成员相聚一堂，庆祝欢乐祥和的春节。延庆冬奥村
总面积11.8万平方米，分为居住区、广场区和运行区三个区域，
冬奥会期间预计将接待来自 90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多名运动
员和随队官员。图为塞尔维亚代表团成员和志愿者在延庆冬奥
村合影留念。

肖绍雯摄影报道

冬奥村里年味浓
张灯结彩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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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30日，在距离北京冬奥
会开幕仅剩5天的关键时刻，北京冬奥会
延庆赛区联合党委召开冬奥保障工作暨

“使命召唤，护航冬奥会”线上誓师会，会
议由联合党委书记李书平主持，联合党
委各支部书记和党员代表参加会议。

联合党委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强化
政治保障，高效推进冬奥场馆建设，形
成了“北京市海拔最高的联合党委”新
品牌。为进一步发挥联合党委在冬奥
会赛时运行保障过程中凝心聚力的作
用，强化品牌意识，延庆赛区联合党委
根据赛时保障单位调整了组织架构。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北京冬奥会延
庆赛区核心区联合党委调整组织架构
的方案》。

随后，雪车雪橇党支部书记、延庆
冬奥村党支部党员先锋岗和高山滑雪
山地运行党支部青年突击队代表分别
进行表态发言。大家对着党旗庄严宣
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全场：“我将以
奉献一切的决心，以奋勇战斗的姿态，
听党指挥、坚定信念，扎实工作、战胜困
难，一往无前、发挥表率，不辱使命、呈
现精彩。冬奥有我，请党放心！”虽然活
动通过网络举行，但是透着屏幕依然能
感受到每一名党员内心的激动，画面令
人感动。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联合党委书
记李书平表示，冬奥运行保障过程中，
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党员先锋岗、青
年突击队要战斗在运行保障最前沿，带
队伍、树形象、创品牌，将党建优势转化
为全力攻坚的强大力量。要坚定信心
决心，振奋精神、迎难而上，以可靠的队
伍、安全的设备、周密的方案，确保防疫
工作、设备设施、山地运行和后勤服务
工作万无一失。新春佳节临近，各支部
要积极组织活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引导全体保障人员劳逸结合、调整心
态，斗志昂扬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以坚
定的信心和决心扛起责任担当，全力打
赢冬奥运行保障总决战。

（本报综合报道）

决战决胜冬奥会

建设最美冬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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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泰勒延庆过年 冬奥赛区服务温暖如春
本报记者 席瑞媛

大红福字墙上挂，童椅玩具送萌娃。1
月 31日是中国农历除夕，延庆赛区博纳斯
酒店迎来了美国运动员泰勒（音译）一家四
口。步入酒店，迎面而来的是浓浓的春节
气氛。红灯笼、中国结、老虎挂件、冬奥吉
祥物、卡通贴画、儿童玩具……浓厚的春节
文化、浓浓的冬奥氛围里，每一样陈设都体
现了驻店工作组的用心和关怀，让泰勒一
家倍感愉快。

泰勒一家是延庆赛区的老朋友。2021
年 10月，泰勒曾带着宝宝来到延庆，参加

“相约北京”雪车、钢架雪车国际训练周和
计时赛。延庆赛区组委会热情欢迎泰勒一
家，特意在住宿酒店设置了“临时幼儿园”，
让宝宝在妈妈参赛期间，在延庆的临时

“家”中生活得更加舒适愉快。
再次来到延庆，泰勒故地重游。除了

泰勒一家三口，孩子外公也一同来到延庆，
感受最美冬奥城风采。冬奥会又逢新春佳
节，泰勒入住的博纳斯酒店特意安排了一
顿“中西合璧”的年夜饭，热腾腾的手工水
饺让泰勒一家吃得津津有味。

新年迎故友，有心更用心。对于二次
来延的宝宝，延庆赛区组委会、延庆冬奥村、
住宿酒店特意准备了“惊喜”。冬奥纪念品、
新鲜水果、汽车玩具、儿童积木，各式各样的
礼品提前到位，迎候它们的小主人。考虑到
儿童年龄尚小，酒店房间还特意安置了儿童
床、儿童座椅、儿童餐具等物品，细节之处、
关怀备至。不仅如此，保障酒店的工作人员
还精心准备了节日贺卡，祝愿小宝宝健康快
乐、茁壮成长。

按照防疫手册要求，酒店严格分区分

层管理，设置专人进行核酸采集和送餐服
务，并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物品消杀清洁，
确保全体人员防疫安全。“酒店全体工作
人员全心全意、尽心尽力为入住人员做好
服务，展现我们热情好客的东道主精
神。”博纳斯酒店驻店保障小组负责人蔡
亚说。

冬奥盛会开幕在即，延庆赛区服务保
障人员在行动中彰显责任，在细节处诠释
初心，诚邀友人共赴冰雪之约，共襄冬奥
盛会。

“隔离”不隔爱 居家过年心亦暖
本报讯（记者 张思琦 通讯员 宋玉霞 国

鹏 杨静峥）新春佳节如期而至，为让群众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欢乐过大年，我区各
社区、村慎终如始，毫不松懈，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管控，严把疫情防控关，多措并举传递
暖暖温情，让全区群众平安祥和过大年。

“小马，过年了，我代表社区给你们送点
水果饮料，你待会儿开门拿进屋，祝你们全家
新年快乐！”除夕一大早，香水园街道新兴西
社区党委工作人员就为正在居家观察的马女
士家送去了社区的关怀慰问。“谢谢你们居家
这段时间对社区防疫工作的支持。有什么需
要尽管联系我们！”虽然隔着门，但关怀之情
隔不住。马女士一家已经居家观察 13天，13
天里，居委会总会第一时间将马女士家需要
的日常用品送上门，让他们安心居家过年。

不仅是登门慰问，香水园街道还通过组
建微信群、电话随访、走访慰问、代购物资四
种方式，时时关心关注居家观察人员的生活
状态，及时疏导心理，进行政策宣传和健康
提醒。春节前夕，香水园街道各社区累计帮
助居家观察人员代买生活物资 100余次，发
放《致居家观察人员的一封信》、温馨提示等
1000余份。

在关怀慰问的同时，香水园街道也将违
反居家观察相关处理规定及时告知居民，要
求居家观察人员坚持在线报告机制，采取相
应保障措施，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我们每日对居家观察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身体状况监测’，隔门进行‘体温监测+住所
外消毒+处理生活垃圾’，有效避免病毒传
播。”香水园街道武装部部长郭立民说。

香水园街道只是全区疫情防控“隔离+
服务”的缩影。百泉街道各社区成立疫情防
控排查小组，严格排查管控重点人员，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落实健康监测人员承诺书
制度，建立管理台账，确保不漏管不脱管。
同时，各社区成立志愿服务队，为居家观察
人员提供购买物品、收取快递等服务，并设
立心理咨询专线，做好居家观察人员的服务
和关怀，确保“隔离”不隔爱。

延庆镇包村工作组在接到居家观察信
息后，第一时间与街村对接，及时落实管控
措施，建立“一人一档”健康追踪档案，每天
进行体温监测，询问身体健康状况，及时做
好记录，动态掌握居家观察人员健康状况。
同时，与居家观察人员建立“点对点”互动，
通过微信、电话联系等方式，将最新的政策、

防控要求告知到位，耐心解答居家观察人员
疑问，提供情绪疏导，主动为居家观察人员
开展“代办”“跑腿”服务，送上“新春慰问大
礼包”。同时，设立居家观察人员垃圾专管
员，及时处理居家观察人员生活垃圾，确保
精准服务。

疫情常态防控，新春喜气洋洋。全区
18 个乡镇街道坚持严格管理、精准服务的
原则，采用“动态管控+贴心服务”的工作模
式，为居家观察人员提供既有力度又有温
度的关怀照顾，确保各项居家管控措施落
实到位，让大家度过一个平安温暖的新春
佳节。

区领导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新春慰问 检查冬奥保障工作
本报讯 新春佳节到来之际，穆鹏、

于波、吕桂富、张远、黄克瀛等区领导通
过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带队实地走访等
形式，深入延庆区各领域，检查冬奥会
服务保障工作，开展春节慰问，向坚守
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诚挚问候和新春
祝福，对大家全力护航冬奥会筹办举
办，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市民欢乐祥和
过节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

区委书记穆鹏在延庆场馆群指挥
中心，以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同于波、
吕桂富、张远、黄克瀛、叶大华、李志遂
等区领导一起，逐一慰问各驻点（店）保
障工作组和业主代表、属地代表、延庆
赛区运行保障指挥部各工作组牵头单
位代表，并通过他们向所有奋战一线、
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慰问
和新春的祝福。“各项工作一切正常，而
且越来越好！”“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
保证完成好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各保障组热情高涨，视频内外一派喜气
洋洋，大家都对冬奥会充满期待。

穆鹏代表区四套班子向大家拜年，
他说，从小闭环到大闭环，延庆赛区各
项筹办任务推进有序，离不开各领域服

务保障人员的默默耕耘和辛勤付出，你
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国之大者”，诠释
了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你们
辛苦了！祝大家新春快乐！当前，冬奥
会即将开幕，各项筹办任务重、标准高，
大家要坚持干部在岗、群众过节，保障
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居家隔离人员、来
延游客和冬奥会服务保障人员过一个
美满的冬奥年。同时，要保持清醒头
脑，以虎虎生威的雄风、生龙活虎的干
劲、气吞万里如虎的精神，全力以赴服
务保障好冬奥会，向党和国家、市委市
政府交一份满意答卷！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波带队来到香
水园街道高塔社区居委会、延庆赛区志
愿者住宿服务保障专班和区森林消防
综合救援支队第五中队、张山营镇外围
服务保障指挥部，检查节日期间冬奥服
务保障、疫情防控、应急值守等工作开
展情况，慰问工作人员，并与闭环内志
愿者进行视频连线，通过他们向奋战在
冬奥会赛事运行和服务保障一线的高
校教师、学生、酒店工作人员等致以节
日的问候。他强调，各部门要扛起责
任，盯紧环境秩序整治、森林防火、烟花

爆竹禁放等环节，加强协调联动，在向
前一步、主动作为中，凝聚合力，共同为
高水平办赛保驾护航。要做好后勤服
务保障，科学合理安排调休轮休，确保
一线人员能以热情饱满的状态投入到
志愿服务、疫情防控、社区治理等各项
工作中，为冬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助
力添彩。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吕桂富带队先
后来到国网北京延庆供电公司、北京燃
气延庆有限公司、缙阳水业城区水厂、
歌华有线延庆分公司以及北京 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气象服务分中
心，慰问坚守在一线的干部职工，向他
们送去新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祝福
他们新春快乐，并叮嘱大家要统筹做好
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用实际行动诠释责
任、展现担当，全力保障冬奥延庆赛区
疫情防控、城市运行等万无一失，为办
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贡
献力量。

区政协主席张远先后来到延庆公
安分局、延庆消防救援支队和京张高铁
延庆站，了解春节期间工作安排，慰问坚
守一线的工作者，并希望他们继续发扬

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以务实作
风，高质量高标准做好冬奥会服务保障
和城市运行相关工作。同时，绷紧安全
这根弦，落细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努力为冬奥会顺利召开和市民欢
度新春佳节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区委副书记黄克瀛来到永宁镇政
府、古城商业步行街和北关村，检查环
境秩序整治、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等，并
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向他们致以节日的
问候。她说，感谢你们用辛苦和坚守换
来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欢乐年，要继续做
好疫情防控和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切实
提高工作质量、体现城市温度，用心用
情助力冬奥会筹办举办。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叶大华来到
大榆树镇、北科保障点外围，检查了冬
奥会服务保障和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
况，慰问了大榆树镇、北科保障点坚守
一线的工作人员和东杏园村“两委”干
部、居家隔离人员。他说，今年春节大
家将在冬奥会保障和坚守防疫一线中
度过，要时刻绷紧安全弦，扛起责任，坚
守岗位，确保冬奥平安。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志遂来到

百泉街道办事处，百泉街道振兴南社
区、振兴北社区，检查疫情防控工作，并
向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问候，希
望大家能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立足岗位、扎实工作，确保人
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团圆的
新春佳节。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瑞成带队
来到南康公安检查站和希尔顿逸林酒
店，检查外围值守情况并慰问一线工作
人员，他希望大家要继续发扬苦干实干
的奋斗精神，严格落实岗位职责，以认
真负责的态度、细致周密的措施，高标
准推动各项服务保障任务落地落细落
到位。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轶军先后
来到永宁镇泽润寺、天主教北京教区永
宁教堂，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
并希望大家能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
平，继续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和人员的
管理，强化防控知识宣传，切实守护好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
任杨新光来到沈家营镇政府、天成家园
北社区和八里店村，检查社区（村）风险

清零行动和安全生产工作，并慰问一线
工作人员，强调，要加大隐患排查和风
险管控力度，确保各项工作安全有序
推进。

区委常委、武装部部长连春亭带队
来到香营乡东白庙村及护林看护点、新
庄堡村，慰问一线疫情防控人员、护林
员、值守人员，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生
活情况，要求属地要加强关心关爱，确
保防寒保暖措施落实到位。

区委常委、副区长丁章春带队来到
井庄镇，检查春节期间安全生产、旅游
接待、接诉即办等工作，慰问坚守在一
线的工作人员，要求，要把安全作为重
中之重，统筹抓好疫情防控、旅游接待、
森林防火等各项工作。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红寰来到
旧县镇政府、区融媒体中心、北京延广
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慰问坚守在岗
的工作人员，要求，要把镜头对准基层、
面向民生，精心策划新闻宣传，讲好冬
奥故事、延庆故事。

贺常荣、郭铁石、许杰、苏礼华、卫
洪英等区领导参加慰问检查。

（本报综合报道）

2022 年 2 月 4 日 12 时至
3月14日0时，北京市人民政
府决定在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对本市
部分区域实施无线电管制。
手机扫描二维码可了解详细
信息。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

对本市部分区域实施无线电管制的通告


